
【新視界假期】相約波波 波蘭 波羅的海三小國 10天 

 
 

【參考航班】           芬蘭航空(AY)當天抵達  出發日: 2019年11月～2020年3月 

天 數 航空公司 航 班 起飛/抵達城市 
出發時

間 
抵達時間 

第 一 天 國泰航空 CX463 台北/香港 06：00 07：50 

第 一 天 芬蘭航空 AY102 香港/赫爾辛基 10：25 15：05 

第 一 天 芬蘭航空 AY1163 赫爾辛基/克拉克夫 17：55 18：55 

第 九 天 芬蘭航空 AY1032 塔林/赫爾辛基 21：35 22：10 

第 九 天 芬蘭航空 AY099 赫爾辛基/香港 23：45   15：30+1 

第 十 天 國泰航空 CX470 香港/台北 17：45 19：35 

台北/香港航段為暫定之航班，以中華、國泰或港龍為優先、正確航班以說明會為標準 

第一天 台北香港赫爾辛基克拉克夫 

今日帶著愉快雀躍的心情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客機經赫爾辛基轉機，飛往古都

克拉科夫。 

餐  食 早餐－X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住  宿 BEST WESTERN或 NOVOTEL或 DOUBLE TREE BY HILTON或 GALAXY或 MERCURE

或同級。 

第二天 克拉克夫 

克拉科夫素有「波蘭的羅馬」、「北方的翡冷翠」的美譽，是少數波蘭屢經戰亂而留存

有古蹟的城市，這裡有兩位諾貝爾文學奬得主，史上第一位波蘭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也出身於克拉科夫，不僅僅是傳承古典，在現代藝術與文化也有不錯的表現。位於維

斯杜拉河畔的瓦維爾皇家城堡，城堡蓋在石灰岩山丘上，四周圍繞著磚造的城牆、塔

樓和堡壘，16 世紀是克拉科夫的黃金時代，城市富足的時代和文化極度繁榮的時代，

當時是最後的亞蓋沃王朝的統治時期，是當時歐洲最強大的王朝之一，這個王朝掌握

著波蘭、捷克和匈牙利這三個王國的王權，瓦維爾皇家城堡也就成為當時歐洲最強大

的王朝的皇宮，成為舉行各種隆重慶典的場所。克拉科夫老城裡教堂遍布，堅硬的石



板路古意盎然，古木參天，加上濃濃的學術風氣，是現在的克拉科夫古風與前衛交織：

中央市場廣場，廣場上文藝復興風格的紡織館、市政廳塔聳立在旁，完整保留了中世

紀特有的文藝復興風格。 

▉自費行程：【維耶利奇卡鹽礦】  

克拉科夫南方的維耶利奇卡鎮岩鹽採掘場(1978世界文化遺產)－全歐洲最大的鹽礦

場，也是聯合國明定為人類世界珍貴之遺產，這裏不但將鹽礦開採資料收集整理成有

系統岩鹽博物館，地下的礦坑多如迷宮讓人歎為觀止，博物館裏則介紹當年如何發現

鹽礦，根據說明中古時期鹽礦區很可能是海，因為岩鹽層發現貝殼類化石，真教人訝

異不已，且特別的是有雕刻藝術家以鹽礦雕出一座大皇殿，鹽殿裏更是壯觀，石階、

吊燈是鹽、連聖母像〔最後的晚餐〕雕刻等全是鹽，讓人心想藝術是如此無遠弗界。 

※維耶利奇卡鹽礦自費金額:65歐元/每人。 

※請於出發前 14天決定參加與否，15人以上始成行。 
 

下車參觀 中央市場廣場、紡織館、市政廳塔、瓦維爾皇家城堡。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傳統燉肉 Goulash     晚餐－敬請自理 

住  宿 BEST WESTERN或NOVOTEL或DOUBLE TREE BY HILTON或GALAXY或MERCURE

或同級。 

第三天 克拉克夫華沙 

 
今天我們來到辛德勒工廠博物館，彷彿進入奧斯卡金像獎─辛德勒名單的電影場景

中，博物館中主要展出二戰時期的照片及文件記錄，讓人全方位感受二次世界大戰納

粹德國的暴行，猶太人受迫害的情景與求生景況。接續我們驅車前往華沙，來到近郊



的 Outlet，各式品牌滿足購物的慾望。 

下車參觀 Designer Outlet Warszawa。 

入內參觀 辛德勒工廠博物館。(如遇滿或關閉，則改參觀華沙猶太人歷史博物館)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敬請自理 

住  宿 MERCURE或NOVOTEL或GOLDEN TULIP 或Best Western或同級。 

第四天 華沙旅館 

華沙老城區於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摧毀，波蘭人於戰後一磚一瓦原樣重建戰爭前的街

景，並於 1980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名為世界遺產，沿著街道瀏覽從廢墟中重建的

城市，體會華沙居民自助自立，一瓦一礫的恢復古都風情，經過美人魚雕像，聽著華

沙建城的故事，經過居禮夫人故居，了解她的偉大成就。來到聖十字架教堂、蕭邦紀

念公園、科學文化宮，聽聽音樂家蕭邦及科學家哥白尼的奮鬥歷程，參觀華沙的行程

就如同在讀歷史名人傳記一般的精采！ 

行車經過 科學文化宮。 

下車參觀 華沙老城區、聖十字架教堂、美人魚雕像、蕭邦紀念公園、瓦金津公園(水

上宮殿)、居禮夫人故居。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波蘭風味料理   

住  宿 Golebiewski Hotel 或 Best Western 或同級。 

 

第五天 旅館特拉凱維爾紐斯 

 
今日前往特拉凱，1991年立陶宛政府把特拉凱鎮及周邊地區 80平方公里土地劃為歷史



國家公園，也是立陶宛最小的國家公園，2003年列入世界遺產。特拉凱有多座湖泊在

冰河時期已經形成，不過讓這裡聲名大噪的則是在歐洲罕見被湖泊所包圍，也是東歐

唯一的一座水上城堡。爾後續往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維爾紐傳說立陶宛大公─蓋迪

米納斯，有一次到這裡打獵時，紮營於現今的格基明納斯附近，睡夢中見一頭巨大的

野狼朝他咆哮，這個預言性的夢，即要他在方才睡著的地方，建立一座偉大的城市。 

下車參觀 特拉凱水中古堡。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烤雞風味餐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  宿 HOLIDAY INN 或RADISSON BLU LIETUVA HOTEL 或MERCURE 或同級。 

備    註 波蘭與立陶宛有時差，立陶宛比波蘭快一個小時，敬請知悉。 

 

第六天 維爾紐斯TREETOP樹冠漫遊之旅旅館 

 
維爾紐傳說立陶宛大公─蓋迪米納斯，有一次到這裡打獵時，紮營於現今的格基明納

斯附近，睡夢中見一頭巨大的野狼朝他咆哮，這個預言性的夢，即要他在方才睡著的

地方，建立一座偉大的城市。充滿中世紀氣息的舊城區，薈萃了100多座不同時代、不

同風格的古建築，造型優美、古樸而典雅，教堂廣場上矗立的維爾紐斯大教堂是立陶

宛的國家象徵，新古典主義的建築風格與廣場上的鐘塔相互輝映，廣場地面還有一個

意義非凡，標示著「STEBUKLAS(奇蹟)」的地磚，是1989年波羅的海三小國集結200萬

人，手牽手拉成一條人龍，從維爾紐斯經過里加再到塔林，抗議蘇聯侵占爭取獨立的

起點所在。漫步在維爾紐斯舊城中，彷彿真的回到古中世紀一般，不論是歌德式或巴

洛克式建築，偶爾穿插著俄羅斯東正教洋蔥頭造型，多達65座教堂以及豐富古蹟，使

得維爾紐斯舊城在1994年名列世界遺產。從15世紀建造的聖安娜教堂，紅磚哥德式尖

塔的外型是矚目的焦點，連拿破崙也迷戀她的美，還說要捧在他的手心帶回巴黎。由

舊主教宮殿改成的總統府，有小白宮的暱稱。接續展開樹冠漫遊之旅，來到立陶宛最



美的天空步道，我們順著台階一步一步登頂，一同體驗在綠林夾道的小徑中穿梭，與

樹梢肩併著肩，站在廊道上、露臺上欣賞美麗的樹梢，感受濃濃的森林氣息。(如步道

因氣候因素關閉，無法前往或無法步行登頂，敬請見諒。) 

下車參觀 維爾紐斯老城區、維爾紐斯大教堂、奇蹟地磚、總統府、聖安娜教堂、

Treetop Walking Path樹冠漫遊之旅(如步道因氣候因素關閉，無法前

往或無法步行登頂，敬請見諒。)。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波羅的海風味料理 

住  宿 ROMANTIC BOUTIQUE HOTEL或同級。 

 

第七天 旅館十字架山里加 

今日前往立陶宛北方小城希奧利艾(Siauliai），有座因立了十萬多支十字架而聞名 

的十字架山，滿滿的十字架不論大小或木造鐵鑄，層層堆疊如山，雖沒能確定始於何

時有了第一座十字架，這裡卻早已成為立陶宛人的精神慰藉之處，當年蘇共政權 

屢次剷平十字架山，禁止任何人來此，但渴望自由的立陶宛人，卻一再地冒死來此豎

立十字架，為和平、為國家、為立陶宛獨立戰爭期間失去的親人祈禱。已故的教 

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ope II）曾在 1993年到此為世界祝願，宣布這是一個盼望、 

和平、愛與犧牲的地方。接續來到里加。拉脫維亞國曾經屬於蘇聯的一部份，他是在

十五個共和國中經濟最好的，因此首都里加也有「小巴黎」之稱，是三小國中最大的

城市，也最富都會氣息，瀕臨波羅的海， 市區佈滿精緻典雅的建築，是個繁榮的商業

中心。 

下車參觀 希奧利艾小城(十字架山)。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立陶宛小鎮料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  宿 PARK INN 或RADISSON BLU 或TALLINK 或AVALON 或同級。 

 

第八天 里加塔林 

 
今早漫步在1997年登入世界遺產的舊城區，里加天際線最引人注目的即是聖彼得教堂

上高達123公尺的尖塔，為巴洛克式風格，塔尖頂著重達158公斤的鍍金風向雞為城市

標的。舊城廣場上有一座波羅的海地區最大的多姆主教堂，裡面的彩繪玻璃與多達6718

根管子，為當時世界最大的管風琴堪稱當地最美的教堂。三兄弟屋因三幢歌德式風格

的山形牆面相連而著名，年代最久的即右邊這棟約建於15世紀的民宅，中間棟於17世



紀重新修建，左邊最年輕的建築直到18世紀才出現，有趣的是三棟建築的窗戶依縮減

的牆面也逐漸變小，現為建築博物館所在地。另一棟逗趣的房子為貓之屋，黃色豪宅

上有兩隻發怒的貓而聞名。市政廳廣場上還有一棟著名的建築物黑人頭之屋，最早建

於1334年，是海外年輕單身的商人組織集會所在。之後我們驅車來到波羅的海三小國

之中面積最小的愛沙尼亞，火紅的網路Skype即源自於此，這裡已被視為矽谷的延伸，

也是歐洲資訊技術發展最活躍的國家，首都塔林位於芬蘭灣南面與芬蘭首都赫爾辛基

僅80公里的距離，兩國來往頻繁，塔林一向是高消費的北歐國家喜愛造訪的地方。 

下車參觀 里加老城、聖彼得教堂、多姆主教堂、三兄弟屋、貓之屋、市政廳廣場、

黑人頭之屋。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北海鱈魚料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     宿 HESTIA HOTEL EUROPA 或 Nordic Hotel Forum 或 Tallink 或 Radisson 

Blu 或同級。 

 

第九天 塔林赫爾辛基香港 

塔林舊城區在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是歐洲保存最完整的中世紀城市之一，分上、

下城區，地勢較高的圖姆皮(Toompea) 上城區，易於防守，屬於統治階層與貴族的活

動領域。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是19世紀俄國沙皇建立的東正教教堂，5座洋蔥式圓

頂、11座鐘組成的鐘塔和以黃金裝飾的馬賽克鑲嵌畫，皆充滿俄羅斯風潮的證據；窺

視廚房塔，原是一座砲兵塔，由此可以一覽塔林無限美好的風光。位於下城區的市政

廳廣場是舊時百姓生活聚集的地方，廣場最顯著的建築就是建於14世紀晚期，歷時三

十年才興建完成的市政廳，是目前北歐地區唯一保存下來的歌德式市政廳，屋頂上塔

林標誌的「老湯姆士風向標」隨風飄動。廣場上還有一間從1422年開店至今，是愛沙

尼亞也是世界上數一數二古老的藥局。13世紀時有號稱全世界最高尖塔的聖歐拉夫教

堂，塔尖高達124公尺，依舊傲視全塔林，蘇聯時代是KGB用來監探全城的地方。與里

加的三兄弟之屋相比美的三姊妹之屋，也因其風格相似而緊鄰在一起的三幢建築而著

名，現已改建成旅館。欣賞此古城，乾淨的街、美麗的房舍、和善的人民，享受一下

這專屬於塔林的感覺！道聲再見，此趟波蘭、波羅的海三小國之行，帶給您的想必是

另外一種特別的體驗，也許您相信時光真的能在此停留，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機

場，搭機飛返甜蜜的家，夜宿機上。 

下車參觀 塔林老城區、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市政廳廣場、藥局、三姊妹之

屋。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波羅的海烤鴨餐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  宿 機上。 

 

第十天 香港台北 

今日飛達闊別已久的故鄉－台北，結束一趟難忘之旅。 

            (本公司保有因中段航班及交通調整行程先後順序之權利)  

～ 敬祝  健康、快樂 ～ 

 

 



 

旅客篇 

1. 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未與法定代理人一同報名參加旅遊行程時，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報名始為有效！為確認您的報名有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請您記得將旅行社所給旅遊定型化

契約書或同意書，提供給您的法定代理人簽名後並繳回，報名手續始有效完成！ 

2. 團體旅遊時間安排需團員相互配合，為顧及全體旅客之權益，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

適兼顧，所以請貴賓於報名時，需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和其

他團員的不悅與困擾。 

3.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旅客之旅遊權益，凡年滿 70 歲以上或行動不便

之貴賓，建議須有家人或友人同行，若無陪同者，請在預訂前如實告知敝公司，讓我們可以為

您提供您最適合的建議，並做出相應安排(以安全為優先)。 

4. 飯店房型為兩人一室，若無同行者一同報名參加，本公司得協助安排與當團其它同性別團員或

領隊進行分房（但無法保證）。若個人需指定單人入住，請於報名時主動告知業務人員，並按

房型補足單人房價差，實際價差費用，悉以當團說明公布為準。 

5. 團體安排之房型皆為禁菸房，請勿在房內抽菸；若逕行於房內抽菸，經查獲須配合各旅館規範

繳交鉅額罰金，通常金額約在 100-500 歐元不等，詳細金額依照各旅館索賠為主。 

6. 如於行程中有特殊之需求，例如兒童餐、忌葷或一張大床等，請於出發前 15 日提出以利作業。 

7. 行程無法延長住宿天數，更改日期及航班，旅客若中途脫隊，視同自願放棄，恕不另外退費。 



8. 行程於國外如遇塞車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或餐食的

安排時，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我們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敬請貴

賓們諒解。 

9.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內載有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的有效中華民國護照(護照需有半年以上效期)，若貴客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國護照，報名

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則須再查明相關規定。 

10. 重申歐盟加強查緝仿冒品，旅客出入境攜帶或穿著或購買仿冒商品，可處四年有期徒刑及 37

萬 3 千美金罰鍰。 

11. 旅遊前或是旅途中，因天候因素、航班變更(取消)、交通工具取消或道路阻斷等不可抗力或不

可歸責與旅行社之事由，導致無法依預定之旅程、交通、食宿或遊覽項目等履行時，為維護旅

遊團體之安全利益，旅行社保留調整、變更行程之權利。 

航空篇 

1. 航空公司座位安排：本行程全程使用『團體經濟艙』機票，不適用於出發前預先選位，也無法

事先確認座位相關需求（如，靠窗、靠走道..等），且機上座位是航空公司依照乘客英文姓名

之字母順序做統一安排，因此同行者有可能無法安排在一起，敬請參團貴賓了解。 

2. 如您所參加行程需經中站轉機飛往行程目的地者，溫馨提醒：中站轉機務必配合當團領隊的引

導，順利登上轉機的航段。依據 IATA(國際航空運輸協會)規定，所有搭機人務必按照所開立

的機票，依序搭乘使用，倘若中途有任一航段未順利搭乘，將被航空公司視同持票人放棄本次

旅程，並且後續的所有機票航段（包含回程機票）將全數被作廢失效。若此，後續所有的旅程

航段將必須自費重新購買新機票，費用通常在數萬元以上，敬請注意。 



3. 因應航空公司機場的團體作業規定，請於出發七天前繳交護照予旅行社。 

4. 使用歐籍航空，機票皆依所使用航空公司的團體票規定作業，凡機票一經開票則無退、換票價

值(無法退機票款)，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規定，如該機票款超出解約賠償之金額，亦須由旅

客負擔全額機票款，特此提醒您留意。 

5. 部分行程依航空公司規定，於香港機場轉機時，旅客必須於香港機場提領行李並重新辦理登機

手續。因此，請旅客務必於出發前十五日提供護照影本供本公司辦理《香港電子簽證》，或是

自行攜帶效期內《台胞證》，以利於香港機場轉機時提領行李並重新辦理登機手續。 

辦理香港電子簽證相關說明： 

● 護照影本一份(護照效期需滿 6 個月) 

● 出生地需為台灣 

註：香港簽證也會有申請被拒絕的狀況，若有先例請主動告知，並請另持有效期限之台胞證。  

住宿篇 

1. 團體安排之房型均為兩小床房型，若您指定大床房型，需視飯店提供為主，無法保證一定有大

床房型；如需求三人同房，大部份飯店無三張正常床型之三人房，通常為雙人房加一床，許多

旅館只接受小孩(12 歲以下)才能加床，一大二小或二大一小合住，加床大多為摺疊床、沙發床

或行軍彈簧床，加上飯店房間空間有限，勢必影響住宿品質，故建議避免需求三人同房。 

備註：如遇飯店未有加床服務內容時，且旅客需入住單人房時應繳交單人房差費用。 

2. 團體安排之房型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若指定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我們將向飯店提出您

的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提供，敬請見諒。 



3. 三、 飯店房型為兩人一室，若無同行者一同報名參加，本公司得協助安排與當團其它同性別

團員或領隊進行分房；單人配房由本公司自行採隨機分配，恕無法指定或變更，出發後若欲補

價差變更為單人住宿，需依飯店實際房況為準，非均可變更，若有造成不便之處，尚請見諒。

若個人需指定單人入住，請於報名時主動告知業務人員，並按房型補足單人房價差，實際價差

費用，悉以當團說明公布為準。 

備註：單人房差(本行程所指單人房為單人房單人床房型。) 

4. 部分特色飯店如番紅花城民宿、洞穴飯店等房間格局大小不一，隨團領隊會使用抽籤方式安排

入住。 

5. 若遇商展或節慶期間，飯店常會遇滿房或是房間數不夠，本公司擁有變更或調整行程之權利，

將會尋找同等級替代飯店及住宿點；尤其島上之住宿酒店，因房間數有限，旺季期間，若同一

家酒店房數不足，將使用兩家同等級鄰近之酒店於同一團體敬請知悉! 

6. 歐洲因環保及氣候特性，冬季寒冷時間較長，夏季炎熱時間較短，且夏季日夜溫差大夜晚涼爽，

因此部分飯店房間僅設置冬天必備之暖氣設備，無冷氣設備，敬請諒解。 

 


